
No. 中国語 日本語 都市

1
杭州钱塘新区（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萧山临江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杭州综合保税区）

杭州銭塘新区
(杭州経済技術開発区、蕭山臨江高新技術産業開発区、杭州総合保税区)

杭州市

2 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 杭州城西科創大走廊 杭州市

3 杭州钱塘智慧城信息智能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筹）
杭州銭塘智慧城信息智能高新技術産業園区（計画）
※智慧城：スマートシティー

杭州市

4 杭州智慧网谷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筹）
杭州智慧網谷高新技術産業園区（計画）
※智慧網谷：スマートネットバレー

杭州市

5
杭州紫金港数字信息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杭州紫金港科技城）

杭州紫金港数字信息高新技術産業園区（杭州紫金港科技城）
※数字信息：デジタルデータ

杭州市

6
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杭州高新区〔滨江〕富阳特别合作区）

杭州高新技術産業開発区
（杭州高新区〔浜江〕富陽特別合作区）

杭州市

7
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
（萧山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蕭山経済技術開発区
（蕭山高新技術産業園区）

杭州市

8 杭州临空经济示范区
杭州臨空経済示範区
※示範区：モデルエリア

杭州市

9
杭州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余杭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余杭
生物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杭州余杭経済技術開発区
（余杭高新技術産業園区、余杭生物医薬高新技術産業園区）

杭州市

10
浙江杭州未来科技城
（浙江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园）

浙江杭州未来科技城
（浙江海外高層次人才創新園）

杭州市

11 杭州钱江经济开发区 杭州銭塘経済開発区 杭州市

12
富阳经济技术开发区
（杭州富阳光机电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筹〕）

富陽経済技術開発区
（杭州富陽光機電高新技術産業園区〔計画〕）

杭州市

13
杭州青山湖高端装备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浙江临安经济开发区、浙江杭州青山湖科技城）

杭州青山湖高端装備高新技術産業園区
（浙江臨安経済開発区、浙江杭州青山湖科技城）

杭州市

14 浙江桐庐经济开发区 浙江桐廬経済開発区 杭州市

15 浙江淳安经济开发区 浙江淳安経済開発区 杭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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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浙江建德经济开发区 浙江建徳経済開発区 杭州市

17 建德功能性新材料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建徳功能性新材料高新技術産業園区 杭州市

18
宁波前湾新区（中意宁波生态园、宁波杭州湾经济技术开
发区、宁波前湾综合保税区）

寧波前湾新区（中意寧波生態園、寧波杭州湾経済技術開発区、寧波前湾総
合保税区）※中意：中国・イタリア

寧波市

19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宁波大榭开发区、宁波保税区、宁
波北仑港综合保税区、宁波梅山综合保税区、宁波梅山先
进制造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
宁波片区）

寧波経済技術開発区（寧波大榭開発区、寧波保税区、寧波北侖港総合保税
区、寧波梅山総合保税区、寧波梅山先進高製造新技術産業園区、中国〔浙
江〕自由貿易試験区寧波片区）

寧波市

20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宁波新材料科技城）

寧波高新技術産業開発区
（寧波新材料科技城）

寧波市

21 宁波临空经济示范区
寧波臨空経済示範区
※示範区：モデルエリア

寧波市

22 宁波望春工业园区 寧波望春工業園区 寧波市

23 浙江前洋经济开发区 浙江前洋経済開発区 寧波市

24 宁波江北光电新材料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寧波江北光電新材料高新技術産業園区 寧波市

25 宁波石化经济技术开发区 寧波石化経済技術開発区 寧波市

26 浙江镇海经济开发区 浙江鎮海経済開発区 寧波市

27 浙江宁波明州经济开发区（筹） 浙江寧波明州経済開発区（計画） 寧波市

28 浙江鄞州经济开发区 浙江鄞州経済開発区 寧波市

29 浙江奉化经济开发区 浙江奉化経済開発区 寧波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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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浙江余姚经济开发区 浙江余姚経済開発区 寧波市

31 浙江余姚工业园区 浙江余姚工業園区 寧波市

32 浙江慈溪滨海经济开发区 浙江慈渓浜海経済開発区 寧波市

33 慈溪智能家电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筹）
慈渓智能家電高新技術産業園区（計画）
※智能家電：スマート家電

寧波市

34 浙江宁海经济开发区 浙江寧波経済開発区 寧波市

35 浙江宁波南部滨海经济开发区 浙江寧波南部浜海経済開発区 寧波市

36
浙江象山经济开发区
（浙江宁波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

浙江象山経済開発区(浙江寧波海洋経済発展示範区)
※示範区：モデルエリア

寧波市

37
浙台（象山石浦）经贸合作区
（象山渔港经济区、海峡两岸交流基地）

浙台（象山石浦）経貿合作区
（象山漁港経済区、海峡両岸交流基地）

寧波市

38
温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温州高新技術産業開発区
（温州経済技術開発区）

温州市

39
浙江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
（温州综合保税区）

浙江温州海洋経済発展示範区（温州総合保税区）
※示範区：モデルエリア

温州市

40
浙江鹿城经济开发区（筹）
（浙江温州鹿城轻工产业园区）

浙江鹿城経済開発区（計画）
（浙江温州鹿城軽工産業園区）

温州市

41 浙江瓯海经济开发区 浙江瓯海経済開発区 温州市

42
浙江乐清湾临港经济开发区（筹）
（浙江乐清工业园区）

浙江楽清湾臨港経済開発区（計画）
（浙江楽清工業園区）

温州市

43
浙江乐清经济开发区
（乐清智能电气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浙江楽清経済開発区（楽清智能電気高新技術産業園区）
※智能：スマート

温州市

44 瑞安汽车零部件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筹）
瑞安汽車零部件高新技術産業園区（計画）
※汽車零部件：自動車部品

温州市



No. 中国語 日本語 都市

45
浙江瑞安经济开发区
（瑞安智能成套装备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浙江瑞安経済開発区
（瑞安智能成套装備高新技術産業園区）

温州市

46
浙江永嘉经济开发区
（永嘉系统流程装备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浙江永嘉経済開発区
（永嘉系統流程装備省級高新技術産業園区）

温州市

47 浙江文成经济开发区（筹） 浙江文成経済開発区（計画） 温州市

48
浙江平阳经济开发区
（平阳智能装备制造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浙江平陽経済開発区
（平陽智能装備製造省級高新技術産業園区）

温州市

49 浙江泰顺经济开发区（筹） 浙江泰順経済開発区（計画） 温州市

50
浙江苍南经济开发区
（浙江苍南工业园区、浙台〔苍南〕经贸合作区）

浙江蒼南経済開発区
（浙江蒼南工業園区、浙台〔蒼南〕経貿合作区）

温州市

51 浙江龙港经济开发区 浙江龍港経済開発区 温州市

52
湖州南太湖新区
（湖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湖州太湖旅游度假区）

湖州南太湖新区
（湖州経済技術開発区、湖州太湖旅游度仮区）

湖州市

53
湖州省际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
（长三角〔湖州〕产业合作区〔筹〕）

湖州省際承接産業転移示範区（長三角〔湖州〕産業合作区〔計画〕）
※示範区：モデルエリア

湖州市

54
浙江吴兴经济开发区
（浙江中韩〔吴兴〕产业合作园）

浙江呉興経済開発区（浙江中韓〔呉興〕産業合作園）
※中韓：中国・韓国

湖州市

55 湖州现代物流装备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湖州現代物流装備高新技術産業園区 湖州市

56 浙江南浔经济开发区 浙江南潯経済開発区 湖州市

57 南浔智能机电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南潯智能機電高新技術産業園区
※智能：スマート

湖州市

58 湖州莫干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湖州莫干山高新技術産業開発区 湖州市

59 浙江德清经济开发区 浙江徳清経済開発区 湖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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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长兴经济技术开发区
（长兴新能源装备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長興経済技術開発区（長興新能源装備高新技術産業園区）
※新能源：新エネルギー

湖州市

61
浙江安吉经济开发区（浙江澳门〔安吉〕经贸合作区、安
吉绿色制造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浙江安吉経済開発区
（浙江澳門〔安吉〕経貿合作区、安吉緑色制造高新技術産業園区）

湖州市

62
嘉兴经济技术开发区
（嘉兴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嘉兴国际商务区）

嘉興経済技術開発区
（嘉興高新技術産業園区、嘉興国際商務区）

嘉興市

63
乍浦经济开发区
（嘉兴综合保税区）

乍浦経済開発区
（嘉興総合保税区）

嘉興市

64
嘉兴南湖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浙江南湖经济开发区、嘉兴科技城）

嘉興南湖高新技術産業園区
（浙江南湖経済開発区、嘉興科技城）

嘉興市

65
嘉兴秀洲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浙江秀洲经济开发区、嘉兴现代物流园）

嘉興秀洲高新技術産業開発区
（浙江秀洲経済開発区、嘉興現代物流園）

嘉興市

66
嘉善经济技术开发区
（中新嘉善现代产业园）

嘉善経済技術開発区（中新嘉善現代産業園）
※中新：中国・シンガポール

嘉興市

67
嘉善通信电子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嘉兴综合保税区B区）

嘉善通信電子高新技術産業園区
（嘉興総合保税区B区）

嘉興市

68
平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平湖先进装备智造高新技术产业园
区、张江长三角科技城平湖园）

平湖経済技術開発区
（平湖先進装備智造高新技術産業園区、張江長三角科技城平湖園）

嘉興市

69 浙江独山港经济开发区 浙江独山港経済開発区 嘉興市

70
浙江海盐经济开发区
（海盐核电关联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浙江海塩経済開発区（海塩核電関聯高新技術産業園区）
※核電：原子力発電

嘉興市

71 浙江百步经济开发区 浙江百歩経済開発区 嘉興市

72
浙江海宁经济开发区
（浙江海宁经编产业园区）

浙江海寧経済開発区（浙江海寧経編産業園区）
※経編：トリコット

嘉興市

73 海宁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海寧高新技術産業園区 嘉興市

74 桐乡经济开发区 桐郷経済開発区 嘉興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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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乌镇大数据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浙江桐乡濮院针织产业园区）

烏鎮大数据高新技術産業園区（浙江桐郷濮院針織産業園区）
※大数据：ビッグデータ、針織：メリヤス

嘉興市

76
绍兴滨海新区（绍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绍兴袍江经济
技术开发区、绍兴综合保税区）

紹興浜海新区（紹興高新技術産業開発区、紹興袍江経済技術開発区、紹興
総合保税区）

紹興市

77 杭绍临空经济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绍兴片区（筹）
杭紹臨空経済一体化発展示範区紹興片区（計画）
※片区：エリア

紹興市

78
绍兴柯桥经济技术开发区
（浙江绍兴滨海工业园区、绍兴柯桥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紹興柯橋経済技術開発区
（浙江紹興浜海工業園区、紹興柯橋高新技術産業園区）

紹興市

79
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
（上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杭州湾上虞経済技術開発区
（上虞高新技術産業園区）

紹興市

80 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筹） 浙江上虞曹娥江経済開発区（計画） 紹興市

81 浙江诸暨经济开发区 浙江諸暨経済開発区 紹興市

82 诸暨现代环保装备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諸暨現代環保装備高新技術産業園区 紹興市

83
浙江嵊州经济开发区
（嵊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浙江嵊州経済開発区
（嵊州高新技術産業園区）

紹興市

84
新昌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浙江新昌经济开发区）

新昌高新技術産業園区
（浙江新昌経済開発区）

紹興市

85 金华经济技术开发区 金華経済技術開発区 金華市

86
金华金义新区
（金华高新技术产业园区、金义综合保税区）

金華金義新区
（金華高新技術産業園区、金義総合保税区）

金華市

87 浙江婺城经济开发区 浙江婺城経済開発区 金華市

88 浙江兰溪经济开发区 浙江蘭渓経済開発区 金華市

89 兰溪功能性新材料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蘭渓功能性新材料高新技術産業園区 金華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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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浙江东阳经济开发区（浙江东阳横店电子产业园区、东阳
磁性电子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浙江東陽経済開発区
（浙江東陽横店電子産業園区、東陽磁性電子高新技術産業園区）

金華市

91 横店影视文化产业集聚区 横店影視文化産業集積区 金華市

92
义乌经济技术开发区
（义乌信息光电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義烏経済技術開発区
（義烏信息光電高新技術産業園区）

金華市

93
义乌自由贸易发展区（筹）
（义乌综合保税区）

義烏自由貿易発展区（計画）
（義烏総合保税区）

金華市

94 浙江永康经济开发区 浙江永康経済開発区 金華市

95
永康现代农业装备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国家林草装备科技创新园）

永康現代農業装備高新技術産業園区
（国家林草装備科技創新園）

金華市
永康市

96 浙江浦江经济开发区 浙江浦江経済開発区 金華市

97 浙江武义经济开发区 浙江武義経済開発区 金華市

98
浙江磐安经济开发区（筹）
（浙江磐安工业园区、浙江金磐扶贫经济开发区）

浙江磐安経済開発区（計画）
（浙江磐安工業園区、浙江金磐扶貧経済開発区）

金華市

99
衢州智造新城（筹）（衢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衢州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浙江衢江经济开发区）

衢州智造新城（計画）（衢州経済技術開発区、衢州高新技術産業開発区、
浙江衢江経済開発区）

衢州市

100 浙江衢州智慧新城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筹） 浙江衢州智慧新城高新技術産業園区（計画） 衢州市

101
浙江龙游经济开发区
（龙游精密高端装备制造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浙江龍游経済開発区
（龍游精密高端装備制造高新技術産業園区）

衢州市

102
浙江江山经济开发区
（江山智能装备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浙江江山経済開発区(江山智能装備高新技術産業園区)
※智能：スマート

衢州市

103
浙江常山经济开发区
（浙江常山工业园区）

浙江常山経済開発区
（浙江常山工業園区）

衢州市

104
浙江开化经济开发区
（浙江开化工业园区）

浙江開化経済開発区
（浙江開化工業園区）

衢州市



No. 中国語 日本語 都市

105
舟山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舟山港综合保税区、舟山航空产业园）

舟山高新技術産業園区
（舟山港総合保税区、舟山航空産業園）

舟山市

106 舟山绿色石化基地 舟山緑色石化基地 舟山市

107
浙江定海工业园区
（舟山船舶装备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浙江定海工業園区
(舟山船舶装備高新技術産業園区)

舟山市

108
浙江普陀经济开发区
（浙台〔舟山普陀〕经贸合作区）

浙江普陀経済開発区
（浙台〔舟山普陀〕経貿合作区）

舟山市

109 浙江岱山经济开发区 浙江岱山経済開発区 舟山市

110 嵊泗县小洋山区块
嵊泗県小洋山区塊
※塊：ブロック

舟山市

111
台州湾新区
（台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台州湾新区
（台州高新技術産業園区）

台州市

112 浙江头门港经济开发区 浙江頭門港経済開発区 台州市

113
台州现代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浙江椒江经济开发区〔筹〕）

台州現代医薬高新技術産業園区
（浙江椒江経済開発区〔計画〕）

台州市

114 浙江黄岩经济开发区 浙江黄岩経済開発区 台州市

115 浙江路桥经济开发区 浙江路橋経済開発区 台州市

116 浙江临海经济开发区 浙江臨海経済開発区 台州市

117
温岭高端装备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筹）
（浙江温岭经济开发区）

温嶺高端装備高新技術産業園区（計画）
（浙江温嶺経済開発区）

台州市

118
浙江温岭工业园区
（浙江温岭新城经济开发区〔筹〕）

浙江温嶺工業園区
（浙江温嶺新城経済開発区〔計画〕）

台州市

119 浙台（玉环）经贸合作区 浙台（玉環）経貿合作区 台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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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浙江玉环经济开发区
（玉环现代交通装备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浙江玉環経済開発区
（玉環現代交通装備省級高新技術産業園区）

台州市

121
浙江天台经济开发区
（天台交通装备制造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浙江天台経済開発区
（天台交通装備制造高新技術産業園区）

台州市

122 浙江仙居经济开发区 浙江仙居経済開発区 台州市

123 浙江三门经济开发区 浙江三門経済開発区 台州市

124
丽水经济技术开发区
（景宁民族工业园）

麗水経済技術開発区
（景寧民族工業園）

麗水市

125
浙江莲都经济开发区（筹）
（浙江丽水工业园区）

浙江蓮都経済開発区（計画）
（浙江麗水工業園区）

麗水市

126 浙江龙泉经济开发区 浙江龍泉経済開発区 麗水市

127 浙江青田经济开发区 浙江青田経済開発区 麗水市

128
浙江云和经济开发区（筹）
（浙江云和工业园区）

浙江雲和経済開発区（計画）
（浙江雲和工業園区）

麗水市

129
浙江庆元经济开发区（筹）
（浙江庆元工业园区）

浙江慶元経済開発区（計画）
（浙江慶元工業園区）

麗水市

130 浙江缙云经济开发区 浙江缙雲経済開発区 麗水市

131 丽缙智能装备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麗缙智能装備高新技術産業園区
※智能：スマート

麗水市

132
浙江遂昌经济开发区（筹）
（浙江遂昌工业园区）

浙江遂昌経済開発区（計画）
（浙江遂昌工業園区）

麗水市

133
浙江松阳经济开发区（筹）
（浙江松阳工业园区）

浙江松陽経済開発区（計画）
（浙江松陽工業園区）

麗水市

134 浙江景宁经济开发区 浙江景寧経済開発区 麗水市


